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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腾退房屋 22 套
黄石市黄石港区法院强制执行不手软

本报讯 （记者 程 勇 蔡 蕾
通讯员 赵丽君） 近日，在湖北省黄石
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办公楼前，一支整
齐的执行队伍开始行动，赶往大冶市保
安镇，对一起执行标的额达880万余元的
民间借贷纠纷案进行强制执行。

被执行人大冶某房地产公司、王某
才、王某良因民间借贷纠纷，经法院依
法判决偿还申请执行人黄某借款本金
671万余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但其并
未履行。2017 年11月，因被执行人房
地产公司名下位于大冶市保安镇金港新
城二期 40 套房产的两次公开拍卖均流
拍，黄石港区法院依法裁定，以第二次

起拍价635万余元交由申请执行人黄某
抵偿债务。不料该公司却在 40 套房产
尚未解封的状态下，擅自将其中 15 套
房屋的封条撕除，对外出售。

为维护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该院
立即将剩余 25 套房产的所有权强制备
案至申请执行人黄某名下，并张贴公告
要求被执行人限期将房屋及钥匙移交给

黄某，但被执行人拒不配合。
黄石港区法院决定对该案采取强制

执行措施。由于所涉房产较多，执行干
警多次前往该小区摸查情况，与物业公
司及社区协调沟通，并对25套房产的门
牌信息逐一核查，确保腾退行动顺利进
行。

当天上午 9 时，30 名执行干警及

开锁工在该院分管院领导的统一指挥
下，迅速开始了清场工作。11 时许，
25 套涉案房屋中有 3 套因使用情况不
明及当场发现再次被房地产公司擅自
出卖，暂未处理，其余 22 套已被依法
强制开门、换锁，并交由申请执行人。

下一步，该院将重新核算本案剩
余未执行标的物，并继续寻找被执行
人其他财产线索予以强制执行。同
时，对于被执行人藐视法律，屡次故
意、私自处置法院查封房产的违法行
为，该院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老赖”形成
震慑。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清丰县人
民法院在家事法庭成功调解一起婚姻
纠纷，被告刘某当场向原告王某写下
保证书，保证尽丈夫应尽职责，全力维
系婚姻家庭关系。这起历经三次起诉
离婚的案件在该院家事法官的努力
下，以调解和好的结果圆满了结。

据了解，清丰法院充分借助清丰
孝道文化这一独特资源优势，打造家
事审判品牌，专门成立了家事审判
组，并将原马庄桥法庭整体改造成家

事法庭，设置孝亲文化主题墙，建设
孝道文化展示室，让每一位来诉群众
步入家事法庭就能被浓厚的文化感
染。同时，该院在审判调解过程中推
行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离婚财产申
报、婚姻冷静期修复计划书、离婚证
明书等制度，聘请县城内特别是当地
孝道楷模和文明家庭成员作为家事法
庭调解员，“坐诊”劝和堂，开启了

“丰调孝和”的家事调解新模式。
（谭会民 韩丽敏）

【河南清丰县法院】

开启“丰调孝和”家事调解新模式

6 月 27 日
上午，河南省
洛阳市涧西区
人民法院由院
长 陈 建 春 带
队，邀请全国
人大代表赵剡
水、省人大代
表刘子军、省
政协委员赵晓
阳，现场见证
一件租赁纠纷
案 的 执 行 。
周建武 摄

【宁夏贺兰县法院】

首组7人合议庭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
本报讯 （记者 周崇华 通讯

员 王 金 王 佩） 日前，宁夏回族
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法院首次由3名法官
和4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依法对
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刑事附带民事部
分进行庭前调解。这是人民陪审员法颁
布后，该院人民陪审员参审的典型案例。

贺兰县人民检察院诉称，被告人
邓某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
在贺兰县暖泉农场国有天然牧草地、
国家资源禁止开采区盗采砂石，破坏

了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请求人民法
院判令被告人邓某对非法采矿破坏的
现场恢复原状，进行生态修复。在审判
长的主持下，诉讼双方最终自愿达成
调解协议，被告人邓某当庭表示其将
在规定的时限内修复被破坏的现场，
恢复所破坏的生态环境。本案刑事部
分将择期开庭审理。庭审后，人民陪
审员王维新表示：“我第一次参加7人
制合议庭审案，作为一名人民陪审员
既感到骄傲，又觉得责任重大。”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 贺 懿

冷静应对才能办好案

“我既不喜欢坐高铁，也不会去办厂
办企业，银行卡里也没几个钱，你们把我
纳入失信黑名单，限制高消费，没用！”面
对我的苦口婆心，坐在我对面的被执行
人吴某一直不肯履行赔偿义务。

吴某是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案的被执行人。这起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是我考入法院以后参
与办理的第一个执行案件。

2017年2月的一天，聂某驾驶着
一辆轻型货车与因故障停靠在路边的
吴某的拖拉机相撞，造成货车乘客谭
某受伤，构成十级伤残。随后，交警
大队经过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认定
聂某忽视安全，避让车辆时采取措施
不当，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而吴
某驾驶拖拉机发生故障后停车维修时
未放置警示标志，应承担事故的次要
责任。由于吴某一直不肯支付谭某的
医疗费用，谭某便与吴某打起了官
司。法院判决，谭某的各项损失超过
交强险赔偿范围的，在划分责任后由
吴某承担30%责任，即1.8万余元。

谁知，吴某对法院判决置之不
理，也拒绝与谭某见面。谭某只得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作为一名执行法官助理，受本案

执行法官的指派，我联系上了吴某，并通
过网络查控系统冻结了他的工商银行账
户。可是，这个账户中的钱款却不到
3000元。

不久，我将吴某和谭某同时约到了
法院，希望两人能够达成和解。可惜，
一上午的时间很快过去，吴某的态度依
然强硬。

怎么办？第一次参与办案，难道就
遇到了一件解决不了的案子？是我太年
轻，hold不住场面吗？

“先吃饭。”正当我一愁莫展之际，
邻桌的同事给我递了个眼色。对，吃饭
是缓和气氛的好时机。我赶紧打来了几
份盒饭，并趁机与吴某聊起了家长里
短。果然，一顿饭下来，吴某的态度软
化了不少。趁热打铁！我又赶忙找来执
行法官给他辨法析理。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拒不申报财
产，都可能面临司法拘留。”在一番交

流后，执行法官告诉吴某，在强制执行
措施中，除了纳入失信黑名单、限制高
消费、罚款等，还有司法拘留。

“就这么一点钱，不可能吧？”一听
说要被司法拘留，吴某露出了怯意。

“不仅如此，对人民法院的判决、
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
的，还可能会坐牢。”随即，执行法官
又抛出一枚重弹。

“啊！”在一字一句读完相关法条以后，
吴某彻底熄了火，“我愿意和谭某和解。”

最终，吴某和谭某达成和解，并当
场支付了1.5万元赔偿款。

“执行工作是一门综合审判业务知
识和技巧运用的学科。”送走了当事
人，执行法官告诉我，执行前要有预
案，执行时要有魄力，要善于观察、冷
静应对，这样才能办好案。
记者 曾 妍 通讯员 常 研/整理

⇨⇨上接第三版 实践中，许多民事
案件的执行程序确实尚未终结，有的
还以“终结本次执行”的形式出现，但
事实上法院确实存在明显的执行错
误，被执行人又长期没有清偿能力、也
几乎不可能再有清偿能力。这些案件
既执行不掉，又难以进入国家赔偿程
序，不仅给人民群众留下“执行难”“赔
偿难”的负面印象，影响了司法公正高
效权威的形象，而且给人民群众造成
了“二次伤害”，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结本案，
为处理此类纠纷树立了标杆，具有积
极明确的典型示范意义，即对于人民
法院确有错误执行行为，确已造成损
害，被执行人毫无清偿能力、也不可能
再有清偿能力的案件，即使执行程序
尚未终结，也可以进行国家赔偿。

问：目前全国法院都在奋力解决
执行难，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
审本案对于执行工作有什么促进作用？

答：“执行难”的产生，原因多
种多样、方方面面、非常复杂，但不

可否认有一种原因是执行部门的不执
行、滥执行。为了遏制和惩治这些负
面执行行为，刑法专门规定了执行判
决裁定失职罪和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
权罪，国家赔偿法和有关司法解释也
将错误执行赔偿规定为应予国家赔偿
的14种情形之一。

基本解决执行难，是最高人民法
院党组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包括各级人民法院
的国家赔偿部门，都在为此努力。最
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结本案，不
仅是审结了一起国家赔偿案件，而且
事实上也彻底终结了相关的民事执行
案件，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实现
了国家赔偿和民事执行双赢的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结本案，
不但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人权司法保
障、提升国家赔偿审判质效，而且有
利于倒逼执行部门进一步加强和规范
执行行为，加大执行力度，提升执行
质效，恢复执行公信，为解决执行难
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本报讯 6月28日上午，最高人
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举行“从 40 年
巨变看党的伟大”主题党日活动，邀
请来自巡回区省（市）的基层全国人
大代表朱国萍、张林顺、陈爱珠、周
善红为三巡干警讲授专题党课。最高
法三巡副庭长王旭光、虞政平及全体
党员参加活动，专职党务干部（廉政
监察员）马永欣主持。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是最高法三巡
党建工作的又一创新，融庆祝党的生
日、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全国人
大代表联络工作于一体。

主题党课活动开始前，最高法三
巡领导班子、两办主任与4名人大代
表进行了座谈，通报三巡成立以来的
工作情况，并听取人大代表对人民法
院工作的意见建议。王旭光表示，最
高法三巡紧紧围绕执法办案中心工
作，积极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深入推
进司法改革，有效实现了审判中心下

移、就地化解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等
目标，为巡回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有力司法保障。4名人大代表充分肯定
了最高法三巡成立以来的各项工作成
绩，对各级人民法院为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服务社会大局发展所付出的努力给
予了高度赞赏。

活动一开始，面对鲜红的党旗，王
旭光带领参加活动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
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进行了一次“牢
记初心，不忘使命”的精神洗礼；之
后，虞政平宣读了三巡党支部《关于表
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决
定》，全国人大代表朱国萍、张林顺、
陈爱珠、周善红和庭领导王旭光、虞政
平、马永欣一起，为最高法三巡评选出
的10名优秀共产党员和3名优秀党务工
作者颁发荣誉证书。

此次党课活动形式新颖、内容丰
富，采用了访谈交流的形式，最高法三
巡党支部组织委员、综合办主任叶卫

民作为采访者，与4名人大代表亲切地
围坐在一起，零距离、面对面、心连
心地沟通交流，打破了以往授课模式
的距离感。活动中，围绕“从 40 年巨
变看党的伟大”这个主题，代表们与
干警们分享了他们的基层工作经历，
带领大家一起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历的“站
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
历程，为大家展示了最真实、最深刻
的基层社会风貌。

活动结束后，与会党员同志对授
课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纷纷表
示此次的党课活动耳目一新、别开生
面，自己受到了一次非常直观、深刻
的教育，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
念。主审法官王晓滨表示，通过将审
判工作同几位代表的基层工作相类
比，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最高人民法院
执法办案工作不应该高高在上，而需
要更接地气，只有充分融入地方，了

解巡回区的社情民意、风土人情，
才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案件事情的
背景原委，才能在基于更全面准确
的事实基础上，依法裁判，维护当
事人合法权益，进而提升司法公信
力。法官助理陆阳表示，各位基层
人大代表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
实践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青
年干警们，在改革开放进行中，广
大基层干部是如何埋头苦干、团结
奋斗，带领人民脱贫困、奔小康、
创辉煌；让青年干警们感受到时代
变化的脉动，真切认真到了在时
代、生活变迁中党的领导的重要作
用，听到了各位基层代表们发自肺
腑“没有党，就没有幸福生活”的
感慨。时过境迁，未曾改变的是奋
发向上的心，作为巡回法庭的青年
干警，更应该牢记使命，用自己的
青春和热血为法治中国的梦想增砖
添瓦。 （李静薇）

最高法三巡举行“从40年巨变看党的伟大”主题党日活动
四位全国人大代表受邀为干警讲党课


